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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⼀部分：⼀般规则

1. 当前丘尔⾦莫斯科国际模拟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
会流程规则于模联开始前确⽴。流程规则仅能由模拟联合国主办

⽅修改。 
2. 流程规则的解释权归模拟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
会执⾏秘书所有。

3. 流程规则不容违反。 
4.在任何流程规则被违反的情况下执⾏秘书应毫不迟疑地要求违
规者遵守秩序， 在多次或严重违反流程规则的情况下执⾏秘书
应⽴即就提出临时剥夺违规代表的发⾔权的动议。

规则⼀： 议事规则

议程由模拟联合国主办⽅在会议开始前确⽴，议程不可更改。

1. 中⽂为模拟联合国亚太经社会⼯作语⾔。 
2. 在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的会议中不允许使⽤除中⽂外的其他任
何语⾔。

规则⼆：议程

规则三：⼯作语⾔

第⼆部分：模拟联合国参会者

规则四：模拟联合国参会者权⼒

1.    代表、观察员（以下统称为“代表” ）、代表团顾问，及嘉宾
的全权证书在进⾏注册报到和发放个⼈⼯作证及其他会议材料时

由模联秘书处查证。

2.    ⼀位代表仅能代表⼀个国家。只有执⾏秘书国，才能由两个
代表所代表，其中⼀位是执⾏秘书，另⼀位是国家代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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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五：代表

1. 代表有权： 
1) 就所有问题发表⽴场和进⾏表决。 
2) 提出问题和发起动议。 
3) 起草决议草案。 
4) 对⼯作⽂件提出修正案。

规则六：观察员

 1. 观察员有权代表:
 1) 联合国专⻔机构
 2) 国际政府间机构
 3) 由经社理事会指定为⼀般咨商地位或特别咨商地位的⾮政府
组织

2. 观察员有权在执⾏秘书同意的情况下发⾔，但⽆权就任何问
题参与表决。

3. 在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会议进⾏过程中代表仅能以所代表国家
或组织名义发表⽴场，不代表个⼈名义。 
4. 代表应履⾏以下义务： 
1) 代表应严格遵守当前流程规则
2) 尊重其他模联参会者
3) 尊重执⾏秘书的决定
4) 参与所有会议的⼯作
5) 积极协助委员会⼯作顺利成功进⾏。

规则七：代表团顾问和嘉宾

 1. 代表团顾问和嘉宾有权出席所有会议并在专⻔划出的位置就
坐。

 2. 会议期间代表团顾问和嘉宾不允许和代表交流。代表团顾问
和嘉宾⽆权在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会议发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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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主席团由执⾏秘书、 副执⾏秘书和专家组
成。

 2.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执⾏秘书和副执⾏秘书由模拟联合国主办
⽅任命。

3. 必要时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执⾏秘书有权把权⼒交给副执⾏秘
书。

第三部分：主席团

规则⼋: 主席团

规则九：执⾏秘书职权

1. 执⾏秘书遵照流程规则主持会议并努⼒保障委员会的⼯作有效
进⾏及所有成员权⼒得到尊重。 
2. 执⾏秘书应： 
1) 保证监督当前规则的遵守。 
2) 在每场会议开始时为确定有效⼈数进⾏点名，其他任何有此
需要的时候也应进⾏点名。 
3) 宣布点名结果。 
4）开始和结束会议。 
5) 领导会议。
5) 领导会议辩论。 
6) 提出程序性动议。 
7) 宣布提交决议草案和修正案的期限。
8）宣布提交决议草案和修正案的⼈数最低限度。
9） 维持会议秩序。 
10) 提出问题进⾏表决。 
11) 宣布表决结果。 
3. 执⾏秘书有权不予审理代表提出的不在当前规则规定范围内
的问题和动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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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执⾏秘书应就所有有关会议问题做出决定，包括议事规则未
明确的问题。

5. 按照规则四⼗三 (3）和规则四⼗七 (1）代表有权对执⾏秘书
的决定进⾏上诉。

6. 执⾏秘书应该公平对待问题，除⾮有必要确保会议的⾼效率
运作，不应就所讨论的事项做出表态。

第四部分：秘书处

规则⼗：秘书处构成

在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的会议中秘书处由专家和秘书代表。秘书处

的其他成员也能出席会议，并在必要情况下经执⾏秘书同意下就

其职权范围内的 问题发⾔。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秘书处成员的⼯
作由执⾏秘书统⼀领导。

规则⼗⼀：专家

1. 专家就议程准备报告并参加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的所有会议。
2. 除了有代表在发⾔或进⾏表决，执⾏秘书可在任何时候就有
关议程的问题向专家进⾏咨询。

3. 代表可在辩论，讨论决议草案和修正案的过程中要求专家就
所讨论问题解答疑惑，代表提出要求后专家可由执⾏秘书同意进

⾏发⾔。 
4. 专家评定所提交的⼯作⽂件是否符合格式要求、国际法准则
及联合国先前就该问题所制定的决议。 
5. 专家就所指出的问题的结论不可被质疑。

规则⼗⼆：秘书

秘书在执⾏秘书直接领导下进⾏⼯作。秘书接受，收集，印制，

分发需要的⽂件，在表决时计票，保障外交通信。受执⾏秘书委

托完成其他保障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委员会正常运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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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部分：会议秩序

规则⼗三：点名

1. 在每场会议开始时和每次休会之后为确定有效⼈数按国家英⽂
名⾸字⺟的顺序进⾏点名。

2. 点名时代表应举起带有所代表国家或组织名称的牌⼦并同时
喊：“出席”。

规则⼗四： 有效⼈数

1.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会议可通过以下三种模式进⾏： 
1）正式辩论。 
2）有组织核⼼磋商。 
3）⾃由辩论。 
4） 全体咨询。
2. 在会议期间，不论会议在哪种形式下进⾏，代表禁⽌在不经
执⾏秘书同意 的情况下⽴场（紧急需要离场的情况下例外）。
代表可以先通过书⾯形式申请离场 (如果是⾃由辩论的话，代表
也可以通过⼝头形式申请离场）。

在每场会议出席了⾄少⼀半4⽉17⽇注册报到参加联合国亚太经
社会的代表的请况下，执⾏秘书可宣布会议开始或在休会后重新

开始会议。

规则⼗五：正式辩论和⾮正式辩论

规则⼗六：正式辩论

1. 如果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未作出其他决定，在各国和组织介绍⽴
场、审议决议草案、审议修正案、审议⼯作⽂件期间、通过决议

草案、就修正案进⾏讨论、通过决议或其他所有情况下会议均以

正式辩论模式进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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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正式辩论开始时，执⾏秘书宣布开始进⾏正是辩论，代表开
始介绍国家⽴场。国家名单是按国家英⽂名⾸字⺟的顺序设置

的。在其他情况下，执⾏秘书负责设置名单。代表有⼀次机会申

请最后发⾔。 
3. 在代表需要发⾔时不出席的情况下，执⾏秘书可以让代表最
后发⾔。代表⼀再缺席的情况下，代表便从发⾔⼈名单中移除。

4. 为开始辩论，需要规定代表发⾔时间以及回答问题时间。
5. 辩论的过程可根据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⽽更改。
3. 在正式辩论期间： 
1）除⾮代表介绍⽴场， 执⾏秘书应设置发⾔⼈名单。
2) 执⾏秘书按照发⾔⼈名单请代表发⾔。 
3) 发⾔⼈名单以及相应的代表发⾔顺序由执⾏秘书设置。
4) 代表可提出当前规则所规定的程序性动议。 
5) 代表可提出当前规则所规定的问题。 
6) 发⾔时间与辩论时间必须遵守。 
7) 禁⽌代表在会场⾛动，禁⽌代表不经执⾏秘书允许发⾔。

规则⼗七：有组织核⼼磋商

1. 有组织核⼼磋商⽤于议程的⾮正式讨论。 
2. 在进⾏有组织核⼼磋商的情况下： 
1）不设置发⾔⼈名单。 
2）有意发⾔的代表应举起带有所代表国家或组织名称的牌⼦ 。 
3） 执⾏秘书根据平衡原则和保障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有效运作的
原则请代表发⾔。 
4）讨论与组织核⼼磋商规定的⽬的⽆关问题是不允许的。
5）发⾔时间等于组织核⼼磋商流程规则规定的时间。
6）禁⽌代表在会场⾛动，禁⽌代表不经执⾏秘书允许发⾔。
7）执⾏秘书应代表要求请其发⾔，发⾔时常由所通过的程序性
动议规定。 
8） 向发⾔代表提出问题是不允许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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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每位代表或执⾏秘书在会议期间任何时候（除发⾔和进⾏表决
时外）可以提出进 ⾏有组织核⼼磋商的动议。当执⾏秘书请代
表发⾔时，代表应起⽴，解释有组织核 ⼼磋商的⽬的并规定时
间以及代表发⾔时间。

规则⼗⼋：⾃由辩论

1. ⾃由辩论⽤于进⾏咨询和⾮正式谈判。 
2. 每位代表或执⾏秘书在会议期间任何时候（发⾔和进⾏表决
时除外）可以提出进⾏⾃由辩论的动议。当执⾏秘书请代表发⾔

时，代表应起⽴，解释⾃由磋商的⽬并规定时间。

3. ⾃由辩论期间允许代表在会场⾛动，不经执⾏秘书同意进⾏
发⾔，允许代表团顾 问和嘉宾同代表进⾏交流。 
4. ⾃由辩论的时间最⻓不超过20分钟。

规则⼗九：全体磋商

1.   全体磋商的⽬的为讨论议程和进⾏代表之间的谈判。
2.   在会议期间任何时候（发⾔和进⾏表决时除外）代表或执⾏
秘书可提出进⾏全体磋商的动议，解释全体磋商的⽬的并规定时

间。

3. 在进⾏全体磋商期间:
 1) 不设置发⾔⼈名单。
 2) 正式辩论的规则不应在代表发⾔或某种讨论时应⽤。
 3) 执⾏秘书应让第⼀名愿发⾔代表发⾔。
 4) 在代表不愿发⾔情况下，前⼀位发⾔者发⾔。
 5) 发⾔者可在全体协商的时间内将剩余时间交给执⾏秘书。
 6) 除⾮执⾏秘书让代表发⾔，代表不允许发⾔或离开会场。 
 7) 向发⾔代表提出问题是不允许的。

规则⼆⼗：会议发⾔

1. 有意发⾔的代表通过举起带有所代表国家或组织名称的牌⼦的
⽅式向执⾏秘书申请发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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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在就程序性或议程问题发⾔时代表应遵守在会议上所制定的
以及当前规则中规定的发⾔时限。 
3. 在有剩余时间情况下: 
1) 代表有权表明接受提问，有权拒绝提问。
2)  在另⼀位代表答应的情况下，发⾔代表可将回答权让渡给此
代表（除了⽴场的介绍之外）。

4. 在介绍⼯作⽂件或修正案期间，发⾔代表可以将发⾔权让渡
给其他代表，该代表有权接受发⾔权，也可以不接受发⾔权。

如果代表不接受发⾔权，发⾔权则⾃动地被退还给执⾏秘书。

规则⼆⼗⼀：辩论过程

1. 正式辩论包括代表对⼯作⽂件或修正案⽀持或反对的讲话。
2. 执⾏秘书每次辩论应设置发⾔⼈名单，每次在名单中加⼊愿
意发⾔的代表。

3. 在表明⽀持和反对的代表的数量不均衡的情况下均可进⾏主
题辩论。

第六部分：⼯作秩序

规则⼆⼗⼆：⽴场的介绍

在正式辩论中、宣布提交⼯作⽂件的最后期限之前，每位代表可

就所讨论问题阐述国家⽴场。代表发⾔和回答提问的时间受所采

取的有关程序动议的限制。

规则⼆⼗三：⼯作⽂件

1. 按照专家和执⾏秘书所提出的建议和格式要求撰写的⽂件为⼯
作⽂件。

2. ⼯作⽂件起草国起码数量应由联合国亚太经社会规定。
3. ⼀位代表仅能是⼀份⼯作⽂件的起草国。
4. 观察员可以参与⼯作⽂件的起草⼯作，但不能注明为起草
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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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⼆⼗四：提交⼯作⽂件

1. 代表结束介绍⽴场之后，执⾏秘书可宣布提交⼯作⽂件的期
限。

2. 仅可对已提交的⼯作⽂件进⾏正式讨论，已提交的⼯作⽂件
需专家批准其符合⼯作⽂件格式要求，符合国际法准则以及联合

国先前就该议程制定的决议。

3. 在⼯作⽂件由执⾏秘书登记注册并被标上序号的情况下，其
被认作已提交。

4. ⼯作⽂件按被执⾏秘书注册登记的顺序进⾏讨论。

规则⼆⼗五：⼯作⽂件讨论程序

⼯作⽂件按以下⽅式进⾏讨论:
1. ⼀名起草国代表介绍⾃⼰的⼯作⽂件并回答与⼯作⽂件有关的
问题。

2. 在⽂件介绍完毕之后，开始就⽂件进⾏辩论，辩论过程中代
表有权为⽀持或反对所讨论的⼯作⽂件进⾏发⾔。

3. 所有被提交讨论的⼯作⽂件按上述规则进⾏讨论。

规则⼆⼗六：⼯作⽂件表决

1. 在所有⽂件按其被登记顺序讨论完毕之后开始就⼯作⽂件进⾏
表决。

2. 在就⼯作⽂件开始进⾏表决前，其起草国可撤销该⼯作⽂
件。

3. 只有所有起草国同意，才可撤销⼯作⽂件。
4. 当⼀份⼯作⽂件得到多数代表⽀持时，其被通过为决议草
案，此后就其余决议草案的表决不再进⾏。

5. 决议草案没有起草国。
在亚太经社会未能通过决议草案情况下，执⾏秘书组成⼀个调解

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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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⼆⼗七：调解委员会

1.   组成调解委员会的⽬的为撰写并提交新⼀件⼯作⽂件。
2.   调解委员会应在本会监督下成⽴。
3.   调解委员会应由各团体的2-3名代表组成。
4.   执⾏秘书应设定⼀个新的提交⼯作⽂件期限。调解委员会编
制的⼯作⽂件应由执⾏秘书登记。

5.   调解委员会提交的⼯作⽂件应按照规则⼆⼗五规定的的程序
进⾏讨论，并应按照规则⼆⼗六规定的规则进⾏表决。

除⾮调解委员会编制的⼯作⽂件获得多数票，否则应设⽴⼀个新

的调解委员会。

规则⼆⼗⼋：修正案

1. 增加、删除或更改决议草案的部分内容的动议为修正案。 
2. 修正案应单独就每⼀条提出。 
3. ⼀项修正案可由⼏名代表起草。
4. ⼀名代表可以是多条修正案的起草国。 
5. 观察员可以参与修正案的制定，但不能被注明为起草国。 
6. ⼏项修正案不允许联合提交。
7.  按以下规则和形式提出的修正案可在会议上接受审议： 
1）修正案不应违背决议草案意义和⽬的，专家会就此作出评
定。

2）每⼀条修正案都应以电⼦形式保存，打印或字迹清晰地书写
在单独的纸张上。 3）应注明修正类别（删除、修改或增加）。
4）要特别注明，所提出修正案对应决议草案的哪⼀条款，如果
需增加条款，应注明动议增加新条款。 
5）需注明提交修正案的⼀个或多个国家。 
需专家认证修正案符合当前条款规定的要求。

规则⼆⼗九：修正案优先审议顺序

1.    优先审议针对决议草案执⾏部分的修正案，其后审议针对决
议草案序⾔部分的修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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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  修正案按其所对应的决议草案的条款顺序进⾏审议，增加条
款的修正案最后审议（除⾮执⾏秘书另作决定）。

3.    如果针对同⼀条款提出了两条或更多的修正案，那么⾸先从
与决议草案条款意义偏差最⼤的修正案开始审议，然后审议下⼀

与此条款意义偏差最⼤的条款，以此类推直⾄所有针对此决议草

案条款的修正案审议完毕。

语法，拼写，句⼦结构以及语体上的错误，若不影响句⼦含义，

可由专家不经表决修改。

规则三⼗：修正案讨论顺序

修正案按以下步骤讨论： 
1. 修正案起草国对其内容和意义进⾏介绍。 
2. 修正案介绍完毕之后开始进⾏辩论，辩论过程中各⼀名⽀持
和反对通过此修正案的进发⾔。

规则三⼗⼀：⼆阶修正案

1.   增加、删除或修改修正案部分内容的修正案为⼆阶修正案。 
2.   ⼆阶修正案的意思或⽬的不能和原始修正案相⽭盾。
3.   ⼆阶修正案在讨论原始的修正案的过程中以⼝头形式提出。
⼆阶修正案应在专家同意的情况下准确地被代表提出，也要通过

表决程序。

4.   不允许在就原始的修正案进⾏完表决之后再针对其提交⼆阶
修正案。

5.   在针对同⼀修正案有多份⼆阶修正案提出的情况下⼆阶修正
案按其提出顺序进⾏表决。

6.   在亚太经社会通过⼆阶修正案情况下，该⼆阶修正案便纳⼊
原始修正案⽂本。

7.   ⼆阶修正案的通过不意味着原始修正案的通过，因此在进⾏
完⼆阶修正案的表决之后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应继续讨论原始修正

案。

三阶及三阶以上修正案不可提出。

13



规则三⼗⼆：通过⼆阶修正案为友好修正案

1. 在原始修正案起草国同意所提出的⼆阶修正案的请况下，可通
过⼆阶修正案为友好修正案。 
 2. 在原始修正案由⼀位以上起草国提出的情况下，需要所有起
草国同意。

 3. 若⼆阶修正案通过为友好修正案，那对其不进⾏表决。此⼆
阶修正案被纳⼊原始修正案中，其后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继续审议

修改之后 的修正案。 
4. 在⼆阶修正案未通过为友好修正案的情况下，其按规则三⼗
⼀进⾏审议。

规则三⼗三：取消修正案和⼆阶修正案

1. 在表决开始之前，修正案或⼆阶修正案起草国有权取消对其的
讨论。

2. 在原始修正案或⼆阶修正案由⼀位以上起草国提出的情况
下，需要所有的起草国同意。

规则三⼗四：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决议

1．在所有的修正案讨论完毕之后进⾏对修改的决议草案的表
决。

2．在进⾏表决之前秘书应提供代表修改过后的决议草案的⽂
本。

3．在修改后的决议草案得到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代表简单多数票
⽀持的情况下，其成为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决议。 
4．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决议草案没有起草国，其为联合国亚太经
社会全体成员⼯作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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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三⼗五：问题审议优先顺序

第七部分：问题类型和审议顺序

1. 代表和执⾏秘书的问题按以下优先顺序： 
1）表决程序问题
2）个⼈特权问题 
3）向发⾔者提问 
4) 会议程序问题 
5) 向执⾏秘书提问
6) 向专家提问 
7) 答辩权 
2. 在进⾏表决的情况下表决可被表决程序问题中断，并⽴即对
表决程序问题 进⾏审议。其余问题不可中断表决程序。

规则三⼗六： 个⼈特权问题
1. 在会议任何时候（除表决时外）每位代表仅能在其感到⾝体不
适⽆法正常参与⼯作的情况下提出个⼈特权问题。在执⾏秘书请

代表发⾔后，代表请起⽴并解释 情况。 
2. 代表在提出个⼈特权问题时不能就正在讨论的问题发表⾔
论。

规则四七：向发⾔⼈提问

1. 在发⾔者发⾔后，在其接受提问的情况下，代表有权在时限允
许的情况下就发⾔提出问题。 
2. 在执⾏秘书不认为向发⾔者的提问与议程有关时，其可否决
此问题。

规则三⼗⼋：会议程序问题

1. 在会议任何时候（除表决和代表发⾔之外）每位代表都可提出
程序性问题。程序性问题提出后由执⾏秘书按当前规则⽴即解

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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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代表在提出会议程序性问题时不能就正在讨论的问题发表⾔
论。

规则三⼗九：向执⾏秘书提问

1. 在会议任何时候（除表决和代表发⾔之外）每位代表都可向执
⾏秘书提问以咨询当前流程规则。

2. 代表在向执⾏秘书提问时不能就正在讨论的问题发表⾔论。

规则四⼗：向专家提问

1. 在会议过程中（除表决和代表发⾔时外）代表有权通过⼝头或
书⾯形式向专家提出问题。问题应与所讨论问题的实际情况，联

合国就议程或议程相关问题的官⽅⽴场有关。 
2. 代表可经执⾏秘书同意通过书⾯或⼝头形式回答问题。

规则四⼗⼀：答辩权

1. 每位代表可在其他代表发⾔时其所代表国家或组织的名誉受到
损害的情况下使⽤答辩权。 
2. 答辩权应在发⾔结束后⽴即以书⾯形式提出并需详细阐释提
出此要求的动因。

3. 提供答辩权的问题由执⾏秘书决定，并且执⾏秘书的决定不
可被质疑。

4. 答辩权在例⾏休会前提供，并且代表的发⾔不能超过⼀分
钟。不可就代表使⽤答辩权时的发⾔进⾏提问。 
5. 禁⽌就使⽤答辩权的⾔论申请答辩权。

规则四⼗⼆：表决程序问题

1. 在联合国亚太经社会表决期间可提出表决程序问题。表决程序
问题仅在代表认为计票时出现错误的情况下提出。 
2. 在执⾏秘书不认为表决过程中出现违规的情况下，其可否决
此问题。

3. 若表决程序问题违背否决时，表决从头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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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四⼗三：程序性动议及审议优先顺序

代表可提出以下动议： 
1. 动议结束会议（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全部⼯作完成时）
2. 动议休会（提出此动议时，代表应确定休会⽬的和休会时
常）

3. 质疑执⾏秘书决定（⽤于取消执⾏秘书违背流程规则的决
定） 
4. 临时剥夺发⾔权（此动议仅能由代表提出，并且在动议通过
的情况下，动议最久能执⾏到例⾏休会前） 
5. 结束主题辩论（此动议⽤于结束主题辩论并开始就问题进⾏
表决） 
6. 将有组织核⼼磋商直接转变成⾃由辩论的动议
7. 动议重新审议问题（此动议⽤于重新审议已表决的问题） 
8. 动议规定会议时限（此动议⽤于规定发⾔者发⾔和回答问题
的时常；可以在有或没有延⻓权的情况下规定） 
9. 动议延⻓代表发⾔时间
10. 动议开始有组织核⼼磋商（⽤于开始议程的⾮正式讨论） 
11. 动议开始全体磋商
12. 动议开始⾃由磋商（⽤于开始⾮正式谈判和咨询） 
13. 动议点名表决（此动议只在进⾏通过决议表决时提出）

第⼋部分：程序性动议审议优先顺序和程序

规则四⼗四：审议程序性动议程序

程序性动议按以下步骤审议： 
1.程序性动议可由代表在正式辩论期间提出 （除规则四⼗⼆6、
7，在有组织核⼼磋商和⾃由辩论中可提出），但动议不可中断
代表发⾔以及表决的进⾏。 
2. ⼀个城西⾏动以⾄少需要得到另⼀名代表的⽀持。
3. 在起码有⼀个反对和⼀个⽀持的代表情况下，便需对该动议
进⾏表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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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“规则四⼗四” 所规定的第3、4、6、7、13等条的动议应当通
过直接表决（不需要请求⽀持或反对）。

5. 在有⼏个动议情况下，优先考虑时间期限最⻓的动议，其他
按降序考虑。

第九部分：决定（表决）

规则四⼗五 ：表决形式
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可以通过以下形式决定提出表决的问题：

1. 协商⼀致（指在没有进⾏表决以及没有反对意⻅的情况下）
2. 全票通过（在表决时⽆⼈反对通过动议） 
3.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简单多数票 
4.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三分之⼆多数票

规则四⼗六：表决

1. 在表决期间代表，代表团顾问，及嘉宾禁⽌⾛动，禁⽌相互交
谈，禁⽌离开或进⼊会场。 
2. 表决通过举起带有所代表国家或组织名称的牌⼦的⽅式进
⾏。

3. 若有代表两次举牌表⽰⽀持，这位代表不算数。
4. 代表仅能就通过决议提出点名表决的动议： 
1）在点名表决时执⾏秘书按照有效的代表名单说出国家或组织
名称，每位代表回答 “⽀持”、“反对”、“弃权”或“列⼊发⾔名单末
位”。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点名表决按国 家或组织的英⽂名称的字
⺟顺序进⾏。

2）在进⾏点名表决时代表可让位给下⼀位代表，但在此情况下
在表决名单结束后该代表有义务投出⽀持或反对票。 
3）在进⾏完表决后，代表有权申请就投票动因进⾏发⾔。在执
⾏秘书同意发⾔的情 况下，发⾔时间不可超过半分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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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四⼗七： 必要多数

1. 通过当前流程规则中规则四⼗四中规定的第3,4,6,7,13等条定
义需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委员会代表三分之⼆多数票⽀持。 
2. 通过当前流程规则中规则四⼗四中规定的第1,2,5,8,9,10,11等
条程序性动议需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代表简单多数票⽀持。 
3. 通过⼯作⽂件，修正案，⼆阶修正案需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代
表简单多数票⽀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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